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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聖殿的材料 
第七篇 聖殿材料的內在意義 

分類(內在意義) 種類(內在意義) 

木頭 

(表徵基督的人性) 

松木(表徵釘十字架的基督)(王上六15下,34) 

香柏木(表徵復活的基督)(王上六9,10,15,16,36) 

橄欖木(表徵變化為賜生命之靈的基督)(王上六23,31～33) 

礦物 

(含示變化，表徵基督

是神所命定並豫備的

建造材料) 

金(表徵基督神聖的性情)(代下3:6，王上6:20,28,30,48～50) 

銀(表徵基督的救贖)(代上29:2) 

銅(表徵基督審判的權能)(代上29:2，王上7:15,16,23,27,45,64)  

鐵(表徵基督治理的權柄)(代上29:2,22:3) 

石頭(表徵經過變化的基督)(王上五15～18,六7,36，代上二九2) 

寶石(表徵那靈變化的工作，及其一切屬性)(代上二九2，代下三6) 
代上22:14 看哪，我在困難之中為耶和華的殿豫備了金子十萬他連得，銀子一百萬他連得

，銅和鐵多得無法可稱；我也豫備了木頭、石頭，你還可以增添。 

代上29:2 我為我神的殿已經盡力，預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

，木作木器，紅瑪瑙和可鑲嵌的寶石，黑石和彩石，以及各樣的寶石，還有許

多大理石。 

代下3:6 又用寶石裝飾殿牆，使殿華美；所用的金子都是巴瓦音的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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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聖殿的材料 
木頭 

第七篇 聖殿材料的內在意義 

種類 松木(cypress) 香柏木(cedar) 橄欖木(olive wood) 

學名 地中海松 黎巴嫩雪松 

來源 
地中海地區，常

見猶太人的墓地 
利巴嫩山上 巴勒斯坦 

內在
意義 

表徵釘十字架的

基督；基督在祂

死裏的人性 

表徵復活的基督；基

督在復活裏的人性 

表徵受膏，變化為賜生命之靈(膏油塗

抹之複合的靈)的基督；基督在神的靈

裏的人性 

聖殿
需用 

 

•聖殿地面 

•兩扇殿門，門

上刻著𠼻𡀔㕷、

棕樹和初開的

花 

•棟梁 

•殿內的牆，從地到頂

都貼上香柏木板 

•內殿(至聖所)從地到

頂都用香柏木板遮蔽 

•內院的一層香柏木梁 

•兩個𠼻𡀔㕷，各高十肘，安在內殿 

•內殿入口的兩扇門，刻著𠼻𡀔㕷、棕

樹和初開的花；門楣、門框有牆寬的

五分之一 

•外殿入口的門框，有牆寬的四分之一 

屬靈
應用 

走十字架的路 •對付天然的幹才，經

過十字架的治死，變

作復活的幹才 

•逆著性(逆著己)接枝到基督裏 

•運用靈呼求主名，並禱讀祂的話，而

住在主裏面 

•信徒要成為神建造的材料，就需要經歷基督的死、基督的復活與基督作為那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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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聖殿的材料 
木頭 
1.松木(表徵釘十字架的基督)(王上六15下,34) 

 (1)表徵基督在祂死裏的人性(林前二2) 

 (2)殿門是用松木作的，門上面刻著𠼻𡀔㕷和棕樹(表徵基督的得勝和主的榮耀，已經藉著

受苦雕刻到信徒裏面)(王上六34,35，徒十六7，腓三10，林後四10～12) 

  ①𠼻𡀔㕷表徵主的榮耀顯在受造之物(王十18，來九5) 

  ②棕樹表徵基督的得勝和祂永遠常存的力量(結四十16，啟七9) 

王上6:15下……殿的地面都鋪上松木板。 

王上6:34 用松木作門兩扇；第一扇門分兩頁，是折疊的；第二扇門分兩頁，也是折疊的。 

王上6:35 門上面刻著𠼻𡀔㕷、棕樹、和初開的花，都用金子貼了，均勻地貼在雕刻物上。 

林後4:11 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使耶穌的生命，也在我們這必死的

肉身上顯明出來。 

啟7:9 這些事以後，我觀看，看哪，有大批的群眾，沒有人能數得過來，是從各邦國、各

支派、各民族、各方言來的，站在寶座前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袍，手拿棕樹枝， 

第七篇 聖殿材料的內在意義 

一種針葉植物，具有松香味、色淡黃、癤疤多，對大

氣溫度反應快、易脹大、極難自然風乾等特性，故需

人工處理，如烘乾、脫脂去除有機化合物，漂白統一

樹色，中和樹性，使之不易變形。 

地中海松(Pinus halepensis)、阿勒頗松(Aleppo pine)、耶路撒冷松(Jerusalem pine) 松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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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聖殿的材料 
木頭 
2.香柏木(表徵復活的基督)(王上六9,10,15,16,36) 

 (1)表徵基督在復活裏的人性(詩一〇四16，歌四8) 

 (2)復活並升天的基督作為王，乃是出於大衛家尊高壯大的香柏樹(結十七22,23，羅一3,4

，徒二22～24,32～36，來二9) 

 (3)信徒需要成為如黎巴嫩的香柏樹的人，往下紮根在基督裏，栽植於耶和華殿中，發旺

在神院裏，而得以在生命裏長大，年老時仍要結果子，滿有汁漿而常發青(何十四5～9

，詩九二12～14，王下十九30) 

 (4)基督復活的能力(叫基督作元首，叫信徒作祂的身體)積蓄並存在召會(弗一19～23，羅

八2,11,十二1,2，腓三10) 
王上6:9 所羅門建殿，並且建造完成；他用香柏木作棟樑，又用香柏木板遮蓋。 

詩104:16 耶和華的樹木，就是祂所栽種，利巴嫩的香柏樹，都滿了汁漿， 

何14:5 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開放，如利巴嫩的樹木扎根。 

詩92:12 義人要發旺如棕樹，生長如利巴嫩的香柏樹。 

詩92:14 他們年老的時候，仍要結果子；要滿了汁漿而常發青； 

第七篇 聖殿材料的內在意義 

珍稀名貴，生長期長，古樸典雅，色澤鮮麗、木紋清晰、自然木結

、材質堅硬，密度大，遇水不爛，不發黑，防腐保溫，防黴、防臭

、不帶靜電、抗菌、不易變形、耐磨，保養容易，表面具有豐富自

然木節，充滿藝術氣息。古時用作建材造船，為木製產品上乘選材 

香柏木 香柏樹、黎巴嫩雪松(Cedrus lib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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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聖殿的材料 
木頭 
3.橄欖木(表徵受膏，變化為賜生命之靈(膏油塗抹之複合的靈)的基督)(來一9，林後一21，

約壹二20,27，出三十25,30) 

 (1)表徵基督在神的靈裏的人性 

 (2)信徒接在基督(好橄欖樹)的枝子，以享受屬天橄欖樹的生命汁液(賜生命的靈)(羅十一

17,24) 

  ①信徒已經「逆著性」(逆著自己)得接枝到基督裏(羅十一24) 

  ②信徒需要一直運用靈呼求主(羅八16，林前六17，羅十9～13) 

  ③信徒需要讀神的話，並對每句話說阿們(詩一〇六48，尼八6，林後一20，啟十九4，

弗六17,18)  
王上6:31 又用橄欖木製造內殿入口的門；門楣、門框有牆寬的五分之一。  

來1:9 你愛公義，恨惡不法；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歡樂的油膏你，勝過膏你的同夥。 

羅11:17 若有幾根枝子被折下來，你這野橄欖得在其中接上去，一同有分於橄欖根的肥汁 

羅11:24 你是從那天然的野橄欖樹上砍下來的，尚且逆著性得接在栽種的橄欖樹上，何況
這些天然的枝子，豈不更要接在自己的橄欖樹上麼？ 

第七篇 聖殿材料的內在意義 

密度高，木質堅實，硬度高，色彩鮮豔，紋理清晰美觀，在歐洲為

貴族樹種 橄欖木 橄欖樹 

羅10:12 因為猶太人和希利尼人並沒有分別，眾人同有
一位主，祂對一切呼求祂的人是豐富的。 

弗6:17 還要藉著各樣的禱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頭盔，
並那靈的劍，那靈就是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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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欖樹(油)與葡萄樹(酒) 
第七篇 聖殿材料的內在意義 

橄欖樹(表徵基督) 葡萄樹(表徵基督) 

信徒 接枝在栽種的橄欖樹的枝子(羅十一24) 住在葡萄樹的枝子(約十五5) 

結果 橄欖 葡萄(約十五2,4,5,8) 

產出 

撫慰人的橄欖油(表徵聖靈) 

•帳幕燈臺的點燈(出二七20，利二四2) 

•尊重神(表徵憑那靈而行的人)(士九8,9，
加五16,25) 

•尊重人(表徵供應那靈的人)(士九8,9，
林後三6,8，腓三3) 

振奮人的葡萄酒(表徵神聖的生命) 

•所獻祭物的澆奠(腓二17) 

•使神喜樂(表徵享受基督作犧牲並令人
振奮之生命的人)(士九12,13，太九17) 

•使人喜樂(表徵供應基督作犧牲並令人
振奮之生命的人)(士九12,13，林後三6，
腓二17，提後四6) 

屬靈
應用 

•經歷酒醡和榨油的產出(表徵藉著十字架的受苦經歷基督而有的滿溢)(出二二29) 

•醫治裏面受傷、灰心失望的人(路10:33,34) 

•在石柱上澆奠和澆油(表徵奠祭的澆奠帶進那靈的澆灌，為著聖別神的家)(創三
五14) 

出22:29上 你要把你莊稼中豐收的穀物，酒醡和榨油處所流出的，拿來獻上，不可遲延。 

士9:9 橄欖樹對他們說，我豈可停止生產我那尊重神和人的油，去飄搖在眾樹之上呢？ 

士9:13 葡萄樹對他們說，我豈可停止生產我那使神和人喜樂的新酒，去飄搖在眾樹之上呢 

路10:34上 上前把油和酒倒在他的傷處，包裹好了，… 

創35:14 雅各便在神與他說話的地方立了一根石柱，在柱上澆了奠祭，並且澆上油。 



建造聖殿的材料 
礦物(銅) 
1.銅(表徵神的審判)柱(王上七14,15,21，啟三12,二一22) 

 (1)柱子是神建造(藉著在實行身體生活中被變化而成)的標記、見證(創二八22上，王上七

15～22，加二9，提前三15，啟三12，羅十二2，弗四11,12) 

 (2)對神有用的人，乃是一直在神的審判下，領悟他們是在肉體裏的人，一無價值，只配

死與埋葬(詩五一5，出四1～9，羅七18，太三16,17) 

  ①信徒中間的分裂和不結果子，都是因為未經過神審判(太十六24，路九54,55) 

創28:22上我所立為柱子的石頭，也必作神的家；…… 

王上7:15 他製造兩根銅柱，每根柱子高十八肘，柱子圍十二肘； 

王上7:21 他將兩根柱子立在殿廊前頭：右邊立一根，起名叫雅斤

；左邊立一根，起名叫波阿斯。 

加2:9 又知道所賜給我的恩典，那被視為柱石的雅各、磯法、約

翰，就向我和巴拿巴  

提前3:15 倘若我耽延，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這家

就是活神的召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第七篇 聖殿材料的內在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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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子 20肘 10肘 

雅斤 

波
阿
斯 

5肘 

18肘 

圍12肘 

  ②信徒愛主並經歷祂是樣子像銅的人，祂就成為信徒超凡的愛

、極廣的寬恕、無上的信實、盡致的卑微、絕頂的純潔、至

聖至義和光明正大(結四十3，腓四5～8) 

啟3:12 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絕不再從那裏

出去；我又要將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這城就是由天上

從我神那裏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並我的新名，都寫在他 上面。 



建造聖殿的材料 
礦物(銅) 
2.柱頂(王上七17～20) 

 (1)裝修的格子網(如格子架)和擰成的鏈索形成的花圈(表徵錯綜複雜的光景，在神建造中

作柱子的人，在其中生活並承擔責任(王上七17，林後一12,四7,8) 

 (2)百合花(表徵憑神之於信徒的所是，信靠神的生活)(王上七19，歌二1,2，太六28,30，

林後五4，加二20) 

 (3)花圈上的石榴(表徵作生命的基督之豐富的豐滿、豐盛、美麗和彰顯)(王上七18,20，腓

一19～21上，弗一22,23,三19) 

王上7:19 廊子裏柱子上端的柱頂徑四肘，刻著

百合花。 

王上7:18 他作了柱子；一個網子周圍有兩行石

榴，遮蓋柱子上端的柱頂；另一個柱

頂也是這樣作。 

王上7:20 兩根柱子上的柱頂，在網子旁邊的鼓

肚上，按著鼓肚，每一柱頂有二百個

石榴，分行環繞。 

第七篇 聖殿材料的內在意義 

藉著格子網的除去和擰成之鏈索的限制，信徒就能過信靠神的單純、簡單生活，彰顯基督

神聖生命的豐富，為著神在生命裏的建造 

7個花圈 

(裝修的格子網 

和擰成的鍊索) 

2行，每行
100個石榴 

4肘 

刻著百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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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上7:17 柱子上端的柱頂有裝修的格子網和擰成的鏈索形成的花圈，一個柱頂有七個，

另一個柱頂也有七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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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聖殿的材料 
石頭(表徵經過變化的基督)(王上五15～18,六7,36，代上二九2，代下三6) 
1.表徵基督在變化裏的人性 

2.石頭的各面 

 (1)基石(表徵作神建築根基的基督)(賽二八16，林前三11) 

 (2)房角石(表徵作神建築聯繫的基督)(弗二20，彼前二6) 

 (3)活石(表徵有生命、活的，為著產生變化並建造的基督)(彼前二4) 

 (4)頂石(表徵從神臨到信徒的恩典，作神建造遮蓋的基督)(亞四7) 

3.殿裏的石頭也表徵在基督裏的信徒，被作石頭的基督變化(約一42，彼前二4～7) 

 (1)建造召會所用的石頭，裏面必須是活的，外面必須經過一番鑿成(對付)(彼前二5，王上

五15,17,18,六7，林後四16) 
王上5:17 王下令，人就開採出又大又寶貴的石頭來，用鑿成的石頭立殿的根基。 

林前3:11 因為除了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以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 

第七篇 聖殿材料的內在意義 

房角石 

彼前2:6 因為經上記著說，『看哪，我把所揀選所寶貴的房角石，安放

在錫安，信靠祂的人，必不至於羞愧。』 

弗2:20 被建造在使徒和申言者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己作房角石； 

彼前2:4 你們來到祂這為人所棄絕，卻為神所揀選所寶貴的活石跟前， 

活石 

彼前2:5 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屬靈的殿，成為聖別的祭

司體系，藉著耶穌基督獻上神所悅納的屬靈祭物。 

亞4:7 大山哪，你算什麼？在所羅巴伯面前你必成為平地；他必搬

出那塊頂石，人必大聲歡呼，說，願恩典恩典，歸與這石！ 

基石 

頂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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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聖殿的材料 
•釘十字架與復活的基督(耶穌基督包羅萬有的靈以及經過過程之三一神的同在)乃是建造召

會材料的實際 

•信徒需要讓作為那靈之釘死並復活的基督，將祂建造到信徒裏面，使信徒對基督有最完

滿的享受，好作神諸般恩典(生命的豐富供應)的好管家，以建造召會作神的殿(弗三2,16, 

17，彼前四10,11) 

•祂作為賜生命的靈建造到信徒裡面，使信徒藉著祂復活的大能模成祂的死，日日得更新

，並且被變化，從榮耀到榮耀，好叫祂在召會中得著榮耀(腓三10，林後三18,四16,18，

弗三21) 

弗3:2 諒必你們曾聽見那為著你們所賜給我，神恩典的管家職分， 

弗3:16 願祂照著祂榮耀的豐富，藉著祂的靈，用大能使你們得以加強到裏面的人裏， 

弗3:17 使基督藉著信，安家在你們心裏，叫你們在愛裏生根立基， 

彼前4:10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將這恩賜彼此供應，作神諸般恩典的好管家。 

腓3:10 使我認識基督、並祂復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林後3:18 但我們眾人既然以沒有帕子遮蔽的臉，好像鏡子觀看並返照主的榮光，就漸漸變

化成為與祂同樣的形像，從榮耀到榮耀，乃是從主靈變化成的。  

林後4:16 所以我們不喪膽，反而我們外面的人雖然在毀壞，我們裏面的人卻日日在更新。

弗3:21 願在召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裏，榮耀歸與祂，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第七篇 聖殿材料的內在意義 


